行業動態

「2017 阿布扎比世界技能大賽 」
香港代表隊勇奪八獎 揚威海外
行政長官嘉許年輕精英表現出色
被譽為「 技能界奧林匹克 」的
「 世界技能大賽 」已於 2017 年
10 月在阿布扎比舉行，香港代
表 隊 共 派 出 22 名 選 手 出 戰 20
個比賽項目。香港代表隊憑藉
卓越的表現，在美容護理項目
奪得銅牌，另外在七個項目中
奪得優異獎章，可見選手的技
術水平備受國際認可。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更親自會見一眾年
輕選手，嘉許他們在國際大賽
中表現出色，為港爭光。
■ 香港年輕選手與專家經歷長
時 間 備 戰 特 訓， 在「2017 阿
布扎比世界技能大賽 」中勇奪
八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
二排中）嘉許年輕選手，並與
代表隊成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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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代表團於「2017
阿布扎比世界技能大賽 」
上戰績彪炳，得獎者手
持獎章與眾香港代表隊
成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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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隊出戰世界技能大賽
凱旋而歸
兩年一度的「 世界技能大賽 」由世界技能組織
舉辦，是全球最具規模的技能比賽，旨在展示
世界級優秀技能，向各地青年推廣不同的專業
技能，加強世界各地對職業專才教育及技術培
訓的認識和關注。第 44 屆「 世界技能大賽 」
於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在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阿布扎比舉行，共有 70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
1,300 名選手，競逐 51 個技能項目的殊榮。
香港隊這次派出歷年來最多選手共 22 人參加 20
個「 世界技能大賽 」項目，其中美容護理項目
勇奪銅牌，為香港代表隊自 2005 年奪得金牌後
再奪三甲位置。至於機電一體化、資訊科技商
業軟件方案、網頁設計及開發、電氣安裝、機

■ 香港代表隊與導師合照留念。

械人、美髮、櫥窗設計及佈置七個項目的選手

■ 機電一體化項目的選
手蘇子健和江俊逸獲選
為香港隊最佳選手。

則獲得優異獎章。
今屆比賽部份項目極具挑戰性，參賽選手於比
賽現場才獲悉試題，並需於限時內完成指定任
務，充分考驗選手的應變能力和臨場表現。對
於香港代表隊勇奪佳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
示，相信比賽有助選手開闊眼界，提升專業技
能，有助日後在行業發展。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禮賓府接見參與
國際賽事的學生，並嘉許其出色表現。

■ 劉慧賢在美容護理項目
發揮高水準，奪得銅牌。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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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團誓師出戰
戰意高昂
香港自 1997 年首次參加「 世界技能大賽 」以
來，連同今屆賽事，已累積 2 金、1 銀、5 銅及
46 個優異獎章的佳績，可見香港選手的技術達
到專業水平，獲得國際認同，而今屆的參賽選
手是職業訓練局（VTC）
、建造業議會和製衣業
訓練局合辦的「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 2016」的得
獎者，以及經專家挑選出來的香港代表。
為隆重其事，大會在出征前舉行「2017 阿布扎
比世界技能大賽 」香港代表團授旗禮，香港教
育局楊潤雄局長、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駐港總領
事館 Ammar ALBREIKI 署理駐港總領事及香港
青年技能比賽常務委員會許宗盛主席親臨授旗

■ 香港代表團從教育局楊潤雄
局長（前排左一）手上接過特
區區旗，預祝旗開得勝。

禮，為香港選手打氣。
教育局楊潤雄局長在致辭時提到，香港政府一

香港青年技能比賽常務委員會許宗盛主席感謝

直致力推廣職業教育，包括重塑「 職業教育及

政府及業界一直以來的支持，又認為香港能夠

培訓 」為「 職業專才教育 」
，持續進行一連串

參與今次的「 世界技能大賽 」
，有助提升職業

宣傳及推廣活動以提升職業專才教育的形象。

專才教育的認受性。他希望選手們能夠藉著這

往後，政府會繼續支援這類大型技能比賽，希

次寶貴機會，增進專業知識和技能，擴闊視野，

望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展示年輕技術人員的

為日後的專業發展作更好的規劃。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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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楊潤
雄局長親臨授旗
禮，祝願港隊能
夠為港爭光。
■ 香港青年技能比賽
常務委員會許宗盛主席
到場為港隊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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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眾人的見證下，香港代表隊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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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多嘉賓出席「2017 阿布扎
比世界技能大賽 」香港代表團授
旗禮，並與一眾選手合照。

■ 香港印刷業
商會趙國柱會
長（右四）應
邀出席授旗
禮，並與馬展
明選手（左二）
及黃卓欣導師
（左一）合照留
念。

香港青年選手全力以赴
獲益良多
今屆「 世界技能大賽 」有 51 個比賽項目，
香港代表隊共派出 22 名精英，分別出戰 20
個比賽項目，包括機電一體化、機械繪圖、
資訊科技商業軟件方案、印刷媒體技術、網
頁設計、電氣安裝、機械人、美髮、美容
護理、時裝科技、西式烹調、餐飲服務、
汽車噴漆、空調製冷、平面設計科技、櫥窗
設計、鋪瓦、砌磚、油漆裝飾以及細木。參
加的香港選手於賽前積極準備，與世界各地
選手比併交流，提升專業技能水平。
其中兩個印刷業界所關注的比賽項目—印
刷媒體技術及平面設計科技分別由修讀 VTC
青年學院職專文憑（印刷媒體）的學生黃旖
彤及 HKDI 視覺傳意（信息設計）高級文憑

■ 香港青年技能比
賽常務委員會許宗盛
主席（前排左二）和
VTC 尤曾家麗執行
幹事（前排左一）與
香港代表隊一同前往
阿布扎比。

的畢業生馬展明代表出賽，在導師及業界的
鼓勵和指導下，他們已全力以赴，在這次大
賽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相信對日後的事業
發展和個人成長得益不淺。

「 UPM 雅光 」90 克

■ 出發當日，眾人士氣高昂，力爭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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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印刷媒體技術
選手：黃旖彤
VTC 青年學院
職專文憑（印刷媒體）學生
項目簡介：選手需要在限時內以專業印刷機製作不同的印刷品，然後進行切割、
釘裝等程序，最終製成符合指定大小的刊物，並需要仔細監察過程
中不同的步驟，以確保印製出的刊物質素穩定。

■ 黃旖彤在比賽前，於不同的印刷
企業展開具系統的培訓，包括學習印
機操作、安裝印版和橡皮布、調校
墨轆、色彩較正及調配專色等多個項
目，更於德國海德堡進行特訓。

■ 黃旖彤在導師游永祥先生的指導下，於印刷
媒體技術項目中出賽，與各地選手切磋交流。

項目：平面設計科技
選手：馬展明
VTC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視覺傳意（信息設計）高級文憑畢業生
項目簡介：選手需要進行各類型的設計，包括編輯及新媒體設計、包裝設計、企業及資訊
設計、廣告和展示設計。除了要有創意構思外，也要讓設計配合受眾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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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展明於賽前積極備戰，
於比賽中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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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平面設計科技項目的過程中，馬展明選手
得到導師黃卓欣小姐悉心指導和翻譯員許兆齡小
姐的協助，於比賽中全力以赴，獲益良多。

「 世界技能大賽 」每兩年舉辦一次，下屆「 世界技能大賽 」
將於 2019 年在俄羅斯喀山舉行。有關「 世界技能大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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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請瀏覽：worldskills2019.com

